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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为了评估表面开口裂纹，采用激光超声衍射横波的方法测量其参量。激光激励的横波传播至裂纹尖端产生

衍射信号，随后被处于裂纹另一侧的传感器所接收。依据不同接收点衍射横波的渡越时间，推导出裂纹参量的计算公

式；模拟分析了横波在工件中的传播过程，搭建了裂纹的激光超声测量实验系统，并采集了衍射横波数据。结果表明，在

有效的检测范围内，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在５％之内。该结果可促进激光超声在表面裂纹检测中的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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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言

工件的生产或使用过程中，在特定载荷或环境下，

材料表层及下方区域不可避免地产生裂纹，严重影响

着工件在服役过程中的寿命、安全性及可靠性［１２］，因

此，需要及时检测出裂纹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价。作为

一项非接触式超声波激励技术，激光超声无需耦合且

可获得频带宽的信号［３４］。烧蚀机制下将喷溅物资对

工件表面的法向冲击力视为超声波的激励源，可在工

件中同时激励出纵波、横波及表面波［５６］。

利用激光激励出的表面波［７］，可实现表面裂纹的

定位［８］。目前裂纹的激光超声检测中，大部分学者同

样基于表面波，利用成像［９］、Ｌａｍｂ波的波数和频厚积
之间的关系［１０］、或者表面反射波与直通波的幅值特

征［１１１２］，测量裂纹的长度。但表面波传播至裂纹根部

发生反射，随后在裂纹尖端发生衍射继而继续向前传

播［１３］，导致了超声波声场成分复杂且各部分的能量较

小，对检测十分不利；激光超声激励出的纵波能量占比

较小［１４］，而横波的能量占比仅次于表面波且在工件中

倾斜传播［１５］，遇到裂纹后能够发生明显的衍射现象，

易于接收和识别，因此考虑利用横波对裂纹进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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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理论基础

如图１所示，对于各向同性的材料，入射横波到达
开口裂纹尖端区域，根据惠更斯原理，裂纹尖端处的各

点均可以看成发射子波的波源，其后任意时刻的子波

的包络就是该时刻新的波阵面［１６］，在裂纹的另一侧接

收衍射波，显然，不同接收位置处横波的渡越时间亦不

同。图２中，Ａ为激光超声横波的激励位置，Ｃ，Ｄ为不
同的横波接收点，Ｅ点为裂纹中心，Ａ点到Ｅ，Ｃ，Ｄ３点
的距离分别为ｌ１，ｌ２，ｌ３，裂纹的长度和倾角分别为ｌ，α，
横波沿路径 ＡＢＣ和路径 ＡＢＤ的渡越时间分别为 ｔ１，
ｔ２，横波速率为ｖｔ，则存在下列关系：

ＡＢ＋ ＢＣ ＝ｖｔｔ１
ＡＢ＋ ＢＤ ＝ｖｔｔ２
ＢＣ２ ＝ｌ２

２＋ ＡＢ２－２ｌ２ ＡＢｃｏｓφ

ＢＤ ２ ＝ｌ３
２＋ ＡＢ２－２ｌ３ ＡＢｃｏｓ










φ

（１）

式中，ｌ１，ｌ２，ｌ３，ｔ１，ｔ２，ｖｔ均为已知参量，求解上述方程可
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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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ｉｇ１　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

Ｆｉｇ２　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

　　在△ＡＢＥ中，可进一步求得裂纹长度和角度：

ｌ＝ ｌ１
２＋ ＡＢ２－２ｌ１ ＡＢｃｏｓ槡 φ

α＝ａｒｃｓｉｎ
ＡＢｓｉｎφ

ｌ１
２＋ ＡＢ２－２ｌ１ ＡＢｃｏｓ槡

( ){
φ

（３）

　　利用激光超声横波的衍射信号测量开口裂纹参量
时，需要排除纵波和表面波的干扰。烧蚀机制下，半径

为Ｒ的脉冲激光辐照于工件表面激励超声波，考虑宽
频信号中的横波和纵波，在工件中的指向性系数［１７］

Ｄｔ（θ）与Ｄｌ（θ）分别为：

Ｄｔ（θ）＝ｓｉｎ（２θ）Ｊ１（２πｆＲｓｉｎθ／ｖｔ）１－ｋ
２ｓｉｎ２槡 θ／

｛２πｆＲｓｉｎθ［ｋ（１－２ｓｉｎ２θ）２＋

４ｓｉｎ２θ１－ｓｉｎ２槡 θ １－ｋ２ｓｉｎ２槡 θ］／ｖｔ｝ （４）
Ｄｌ（θ）＝２ｋ

２ｃｏｓθＪ１（２πｆＲｓｉｎθ／ｖｌ）（ｋ
２－２ｓｉｎ２θ）／

｛２πｆＲｓｉｎθ［（ｋ２－２ｓｉｎ２θ）２＋

４ｓｉｎ２θ１－ｓｉｎ２槡 θ ｋ２－ｓｉｎ２槡 θ］／ｖｌ｝ （５）
式中，θ表示在工件内部偏离内法线的角度，规定其沿
顺时针方向取正值；ｋ是纵波速率 ｖｌ与横波速率 ｖｔ的
比值，即ｖｌ／ｖｔ；Ｊ１则为第１类第１阶贝塞尔函数。通过
选择激光光斑半径 Ｒ和超声波频率 ｆ，可以使所关心
的被测量区域处于纵波声场之外。图 ３是盲区深度
ａ＝２．９ｍｍ，ｆ＝２．５ＭＨｚ时体波声场的指向性图形。可
看出，利用衍射横波检测裂纹参量的有效区域为－６０°～
－３０°及３０°～６０°，如图４中所示的阴影部分。测量过
程中，应尽量使裂纹尖端处于 ±３５°的副瓣轴线上，以
获得幅值较大的衍射横波信号。表面波传播至裂纹尖

端时会发生衍射，进行波形转换而产生衍射纵波及衍

射横波，在接收点还会存在表面波的直通信号和绕射

信号。固定接收传感器后将激励点逐渐靠近裂纹，若

信号的渡越时间减少量等于激励点移动间隔与表面波

速度之比时，则相应信号与激光超声表面波相关。

　　

Ｆｉｇ３　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ｆｏｒａ＝２．９ｍｍ，ｆ＝２．５ＭＨ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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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理，横波经衍射后的表面波信号则采用固定激励点，

移动接收传感器的方法加以区分。

激励点与接收点以固定间距２ｓ在缺陷两侧移动，
当裂纹尖端处于激励点和接收点中间位置时，横波信

号的渡越时间将达到最短［１８］，不同衍射信号的渡越时

间亦存在一定的比例［１９］，根据上述方法及信号特征可

将衍射横波信号提取出来。考虑到表面波对衍射横波

的干扰，本检测方法存在着上表面盲区与下表面盲区，

参照衍射时差（ｔｉｍｅ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，ＴＯＦＤ）技术的
检测盲区计算公式，基于保守原则，取横波速度与表面

波速度二者中的较大者，相应裂纹尖端的盲区深度 ｈｕ
及ｈｄ的计算公式为

［２０］：

ｈｕ ＝
ｖｔｔｒ( )２

２

＋ｖｔｓｔ槡 ｒ （６）

ｈｄ ＝
ｖｔ
２

４（ｔｔ＋ｔｅ）
２－ｓ

槡
２ －Ｗ （７）

式中，ｔｒ为表面波脉冲时间宽度，ｔｔ为底面回波脉冲时
间宽度，ｔｅ为底面回波的渡越时间，Ｗ为工件厚度。

２　有限元分析及测量实验

为了验证上述测量方法的可行性，首先对激光超

声横波在含有表面裂纹工件中的传播过程进行有限元

模拟。工件的 ２维有限元模型如图 ５所示。尺寸为
６０ｍｍ×３０ｍｍ（长×宽），工件的左下角为坐标原点，激
励区域中心点Ａ、工件上表面裂纹的中心 Ｅ、裂纹尖端
　　

Ｆｉｇ５　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

Ｂ的坐标分别为：（１５ｍｍ，３０ｍｍ），（２５ｍｍ，３０ｍｍ），
（２１ｍｍ，２４ｍｍ），激励区域的宽度为 ５．８ｍｍ。Ｃ，Ｄ，Ｆ
为不同的接收点，坐标分别为：（３５ｍｍ，３０ｍｍ），
（４５ｍｍ，３０ｍｍ），（５５ｍｍ，３０ｍｍ），裂纹在工件表面的
宽度为２ｍｍ。由此可知，裂纹的倾角为５６．３°，裂纹长
度为７．２ｍｍ。工件的材质为铝，材料参量及材料中超
声波的速率见表１［２１］。其中ｖｒ为表面波速率，其余参
量含义同上所述。在 Ａ点施加喷溅物资作用的等效
垂直力［２２］，其表达式［２３］为：

Ｆ（ｔ）＝

　　
Ａ′１－ｃｏｓ２πｆｔ( )[ ]３ ｃｏｓ（２πｆｔ），０≤ｔ≤３( )ｆ
０，（ｔ＞３／ｆ{

）

（８）

式中，Ａ′为信号幅值，ｔ表示时间。选择四节点的平面
单元对工件模型进行划分。为了减少边界反射的影

响，将模型的两侧设置为吸收边界。取网格大小为最

小波长的１／８［２４］，时间积分步长则为１／（２０ｆ），求解完
毕后进行后处理及时间历程分析。

Ｔａｂｌｅ１　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ｍｅｎ

ｉｔｅｍ Ｙｏｕｎｇ’ｓｍｏｄｕｌｕｓ／Ｐａ Ｐｏｉｓｓｏｎ’ｓｒａｔｉｏ ｄｅｎｓｉｔｙ／（ｋｇ·ｍ－３） ｖｌ／（ｍ·ｓ－１） ｖｔ／（ｍ·ｓ－１） ｖｒ／（ｍ·ｓ－１）

ｖａｌｕｅ ７×１０１０ ０．３４ ２．７×１０３ ６．２５×１０３ ３．０８×１０３ ２．８７×１０３

　　图６为不同时刻的声场快照图。根据图６ａ中波
的传播速度可分为三部分，提取其各自传播路径上的

节点位移数据，获取节点坐标与渡越时间，可计算出超

声波的传播速度。与表 １中的数据相对比可知：沿工
件内法线传播的为纵波，在工件表面传播的为表面波，

其余则为横波，且其主声束轴线角度为 ±３５．２°，与
（４）式中计算的结果较为接近。图６ｂ显示出表面波
在遇到缺陷后发生了反射，而横波则在到达裂纹尖端

后发生衍射，衍射波向四周均匀传播。在激励源一侧，

　　

Ｆｉｇ６　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ｓｏｕｎｄｆｉｅｌｄ
ａ—２．６１μｓ　ｂ—４．６μｓ

超声波混叠严重难以区分，应避免在同侧接收；而另一

侧的衍射横波清晰可见，易于分辨。图７中显示了接
收点 Ｃ，Ｄ，Ｆ的位移时间历程曲线。衍射横波幅值较
大，到达各点的时间分别为 ７．７２μｓ，１０．６５μｓ，
１４．０５μｓ。实际声程分别为２３．７２ｍｍ，３３．２２ｍｍ，４３．０１ｍｍ，
　　

Ｆｉｇ７　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ｒｖｅｏｆｎｏｄ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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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横波速率则得到理论渡越时间为７．７μｓ，１０．８μｓ，
１４μｓ。可见，有限元分析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较为一
致。

制作带有表面裂纹的６０６１铝质工件，工件尺寸为
２００ｍｍ×２００ｍｍ×３５ｍｍ，在其厚度方向上进行线切割
加工人工缺陷，裂纹参量如表 ２所示。搭建基于衍射
横波的裂纹激光超声测量系统（如图８所示），其中激
光脉冲的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，单脉冲能量为３０ｍＪ，脉冲宽
度为１０ｎｓ，聚焦透镜的焦距为３００ｍｍ，调节离焦量使光
斑直径为１ｍｍ。此时，脉冲激光的功率密度为３．８×
１０８Ｗ／ｃｍ２，大于铝的损伤阈值７．６×１０７Ｗ／ｃｍ２，材料
表面发生烧蚀而产生超声波。采用中心频率为

２．５ＭＨｚ的Ｋ１压电探头在裂纹的另一侧接收信号，使
用安捷伦 ＭＳＯ７０５４Ｂ示波器进行显示与数据存储，选
择标准模式其触发信号由光电二极管提供。实验中所

关注的是工件上表面的开口裂纹，需要考虑上表面盲

区，激励点和接收点的最小间距为１２ｍｍ，根据（６）式
计算得出的裂纹尖端盲区深度为２．８ｍｍ。有限元模
型中的缺陷对应于试样中的缺陷２，对其进行测量时
设置激光激励点距离裂纹中心１０ｍｍ，分别采集距离
裂纹中心１５ｍｍ，２５ｍｍ处 Ｇ，Ｈ两点的超声波数据，如
图９所示。得到 Ｇ，Ｈ两点的横波到达时间分别为
９．２２μｓ，１２．３７μｓ，根据（２）式及（３）式计算可得到裂纹
的深度和角度分别为７．２８ｍｍ，５４．５°。参照图１中的
变量定义，图１０中分别为表２中缺陷１及缺陷６的测
量数据。显然，裂纹越接近表面，横波衍射信号、表面

　　Ｔａｂｌｅ２　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ａｃｋｐａ
ｒａｍｅｔｅｒｓ

Ｎｏ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

ａｃｔｕ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／ｍｍ ５ ７．２ １５．８ １０ １８ １９．７

ａｃｔｕａｌａｎｇｌｅ／（°） ３７ ５６．３ ７２ ０ １２５ １２０

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
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／ｍｍ ４．９７ ７．２８ １５．６ ９．７４ １８．１ １９．２

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
ｏｆａｎｇｌｅ／（°） ３８．２ ５４．５ ７３ ０．３ １２３ １１７

Ｆｉｇ８　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ｒａｃｋ

Ｆｉｇ９　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

波的衍射信号及其直通信号越容易发生混叠，当横波

衍射信号与表面波的相关信号连接在一起时，本文中

所提出的方法将不再适用。将裂纹的实际值与测量值

列于表 ２中，可见测量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均小于
５％。

Ｆｉｇ１０　ａ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ｄｅｆｅｃｔＮｏ．１，ｌ１＝９ｍｍ　ｂ—ｍｅａｓｕｒｅ
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ｄｅｆｅｃｔＮｏ．６，ｌ１＝１６ｍｍ

３　结　论

基于激光超声横波声场的特征，提出一种利用衍

射横波测量裂纹参量的方法，分析了横波在工件中的

传播过程，推导了裂纹深度和角度的计算公式。建立

了工件的有限元模型，声场快照显示横波在裂纹尖端

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衍射，且衍射横波易于区分，说明该

方法具有理论可行性。对含有裂纹的工件进行了激光

超声测量，在有效的检测范围内，实验结果与实际相一

致且测量误差在５％之内，因此，本方法可用于表面开
口裂纹参量的测量。

９４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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